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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死後去哪裡？
（財主與拉撒路的比喻）
路加福音 Luke 16:19-31

 法利賽人，自以為義的族群，下地獄很多的人都像法利賽人；敬虔的外貌，卻無敬拜的內涵。
許多人有高尚的宗教生活，但卻最後落在上帝公義的審判下。
→ 那殺身體卻不能殺靈魂的不用怕它，但那使靈魂滅亡的卻要怕它，進入地獄，永永遠遠是一
件可怕的事。在那時代，羅馬指派的官彼拉多可以隨意取人性命，所以比喻中這兩位都是生
活在不屬於自己能掌控生命的時代。
→

→
→

They both live on borrowed time.
法利賽人很深信他們不該下地獄，他們拒絕上帝的真道，自以為是，他們要看神蹟（sign），
根據他們的宗教生活習慣，最後卻逃不過上帝的審判，下到地獄。
兩種人的對比，窮人、財主，最後結果卻反倒過來
拉撒路名字；the one who God help 上帝幫助的人
路加福音 Luke 16:19「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，天天奢華宴樂。」財主的生活，good life,
easy life. 希臘文動詞用的是 perfect tense 表示是 habitual 不停地行為；紫色衣，埃及棉，
（lavish

display obtentious, luxcious）天天生活奢華，享受，展示他的財富，他只愛金錢愛宴樂服事金
錢，不愛上帝的道，為上帝所憎惡。
→ 路加福音 Luke 16:20-21「20 又有一個討飯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渾身生瘡，被人放在財主門口，21 要得財
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；並且狗來餂他的瘡。」拉撒路什麼都沒有，被人丟在門外，期待有

剩下的，甚至垃圾廚餘，餵狗吃的，能分給他一點，沒有尊嚴，被人瞧不起，身體有病，膿
瘡，不能走路....
法利賽人以為你富有是上帝使你富有，你窮是上帝使你窮，他們輕看社會中下層的窮人
這位財主根本沒有想到分享，他們的罪，使他們心眼被蒙蔽了。
有錢不是罪，但貪愛錢財遠離神，就是罪的根源。
為什麼社會上有窮人？

→
→
※

→ 箴言 Proverb 10:4「手懶的，要受貧窮；手勤的，卻要富足。」
舊約時代，如遵照上帝的律法，應該社會上沒有乞丐，ex:波阿斯路得的故事；七年一到債務
全免，社區應彼此互助。
→
→
→
→
→

箴言 Proverb 17:5「戲笑窮人的，是辱沒造他的主；幸災樂禍的，必不免受罰。」
箴言 Proverb 19:17「憐憫貧窮的，就是借給耶和華；他的善行，耶和華必償還。」
箴言 Proverb 11:25「好施捨的，必得豐裕；滋潤人的，必得滋潤。」
箴言 Proverb 11:28「倚仗自己財物的，必跌倒；義人必發旺，如青葉。」
以賽亞書 Isaiah 58:10-12「10 你心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，使困苦的人得滿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
現；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。11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，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，骨頭強壯。你必像
澆灌的園子，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。12 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；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
基。你必稱為補破口的，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。」

 死亡改變了一切
路加福音 Luke 16:22「後來那討飯的死了，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。財主也死了，並且埋葬
了。」

→ 一人有葬禮（死後也得炫富一番）；另一人沒有葬禮，也許被當垃圾收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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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所發生的事，對財主一定是一個 shock 驚訝！
→ 希伯來書 Hebrew 9:27「按著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」
→ 拉撒路
v:22「後來那討飯的死了，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。財主也死了，並且埋葬了。」

有天使迎接，You are not alone. 在亞伯拉罕的懷裡（paradise）樂園，天堂
→ 財主
v:22b「財主也死了，並且埋葬了。」
v:23「他在陰間受痛苦，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，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裡，」

埋葬了，到地獄裏，受永遠的痛苦
 在舊約，人死後都下到 sheol 中文翻成陰間、地獄，有些地方用 hades, Gehenna Sheol 有二地
方，一處是樂園 paradise 另一處是地獄 hades，是哀哭切齒痛苦的地方。兩個地方沒有通道，
也沒有可交換的機會，沒有希望。no hope, no one can go to the other place. 沒有暫時居留所（煉
獄），死已決定了一切，沒有得救的機會。命運決定了
→ Hades（希臘文）sheol 希伯來文
在耶穌死後，復活前，人死了，義人進入樂園 paradise，詩篇 Psalms 68:3「惟有義人必然歡喜，
在神面前高興快樂。」

樂園不是天堂，路加福音 Luke 23:43「耶穌對他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。」
約翰福音 John 14:6「耶穌說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；若不藉著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。」
約翰福音 John 14:2-3「2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；若是沒有，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。我去原是為你
們預備地方去。3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，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，我在哪裡，叫你們也在那
裡。」

→ 耶穌死後，3 天身子在墳墓裡，馬太福音 Matthews 12:40「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，人子也要
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。」靈魂進入了樂園（paradise）
，不是 hell 那邊痛苦的地方；有兩個目
a 彼得前書 1 Peter 3:18-20「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（有古卷作：受死）
的，○
，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，
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。按著肉體說，他被治死；按著靈性說，他復活了。19 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
在監獄裡的靈聽，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、神容忍等待的時候，不信從的人。當時進入方舟，
藉著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個人。」

→ 傳道 preach，希臘文有兩個字都翻成 preach；一個字是 caruso: to announce，宣告，告訴；一
個字是 ungelizo，傳福音 evangelize 佈道；第一個目的是向那些在地獄痛苦中 hades 的宣告神
b 以弗所書 Ephesians 4:7-9「7 我們各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
的公義，那些拒絕上帝的。另一個目的○

所量給各人的恩賜。8 所以經上說：他升上高天的時候，擄掠了仇敵，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。9（既說
升上，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？

10

那降下的，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。）
」帶那些在樂園中的出來進入天

堂，
→ 今天基督徒過世立刻進入天堂，與主同在，樂園不存在了。
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1:23「我正在兩難之間，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，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。」
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5:8「我們坦然無懼，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。」
馬太福音 Matthews 22:44「主對我主說：你坐在我的右邊，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。」
羅馬書 Romans 8:34「誰能定他們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，而且從死裡復活，現今在神的右邊，
也替我們祈求（有基督....或作是已經死了，而且從死裡復活，現今在神的右邊，也替我們祈求的基督耶穌嗎）」

→ 但目前 Hades 痛苦的地方仍然存在，等到有一天被摧毀，裏面的人全都要被丟入火湖，地獄
裡面受永遠的痛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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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示錄 Revelation 20:14-15「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；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15 若有人名字
沒記在生命冊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裡。」

→ hade: 受痛苦的地方，本來不是為人類而準備的，是為魔鬼那些背逆的天使而準備的，馬太
福音 Matthews 25:41「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：你們這被咒詛的人，離開我！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
所預備的永火裡去！」以西結書 Ezekiel 31:11「我就必將他交給列國中大有威勢的人；他必定辦他。
我因他的罪惡，已經驅逐他。」

上帝的心總是忍耐，彼得後書 2 Peter 3:9「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為他是耽延，其實不是耽
延，乃是寬容你們，不願有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。」

祂為我們準備了天堂，祂的公義使祂必須要懲罰那些罪人。我們是蒙恩（grace）的人，不配
得到上帝恩慈的人，因信蒙恩，因信蒙福。
 回到故事，那位財主，變成有需求的人了。他作了兩個請求。他還以為拉撒路是下人，可以
吩咐使喚的人。
過去拉撒路希望有他有的一些些就好，因為自己什麼都沒有，現在財主卻希望有一滴水就好，
地獄是痛苦的地方，他不是戒勒所，少輔院，它是懲罰永遠的懲罰，它不是糾正改變你的地
方。
→ 財主身上你看不見有絲毫的悔改，謙卑，要求被赦免。
→ 中間的溝永遠也過不去，到了地獄就出不來了。
 財主第二個請求，路加福音 Luke 16:27-31「27 財主說：我祖啊！既是這樣，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
家去；28 因為我還有五個弟兄，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，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。29 亞伯拉罕說：
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。30 他說：我祖亞伯拉罕哪，不是的，若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，到他
們那裡去的，他們必要悔改。31 亞伯拉罕說：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，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，
他們也是不聽勸。」

 為什麼財主下地獄？It is heart issue not lifestyle。這和生活方式無關，不是所有的財主都會下
地獄，the key v:29「亞伯拉罕說：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。」他們不聽上帝的話，不接
受，不相信上帝的話。
從舊約中他們也知道要悔改相信上帝，如果在耶穌來之前的人，按照舊約的規定知道自己是
罪人，需要救贖，用羊羔獻祭替代自己的罪，求上帝赦免，他們就算為義人，死後進入樂園。
反之如果祭拜假神不知悔改，你的罪會追上你，你要向上帝交帳。
→ 他以為單有神的話不夠，如果有神蹟，他兄弟一定會悔改，不像他一樣，但路加福音 Luke 16:31
「亞伯拉罕說：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，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，他們也是不聽勸。」耶穌從

死裡復活了，人還是不相信，不悔改。耶穌叫人從死裏復活，有神蹟，奇事，但他們仍釘耶
穌十字架。
這位財主與上帝關係有問題，所以才下地獄。He understand he is not right with God. 他知道他自
己的問題，與上帝為敵，所以才希望他兄弟不要像他一樣。
 這比喻的意義，從前面經文對照
1.

路加福音 Luke 16:14-15「14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，他們聽見這一切話，就嗤笑耶穌。15 耶穌對他們
說：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，你們的心，神卻知道；因為人所尊貴的，是神看為可憎惡的。」

如果追求金錢名利是你一生的目標，那些取代了上帝，是可憎惡的 It is distained to God. It is
abomination to God.
約翰壹書 1 John 2:15「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愛世界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。」

2.

路加福音 Luke 16:16-17「16 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，從此神國的福音傳開了，人人努力要進去。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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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地廢去較比律法的一點一畫落空還容易。」

主的話一點也不廢去
主的話存到永遠
3.

路加福音 Luke 16:18「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淫；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姦淫。」

上帝希望我們順服上帝的話，而不是為了自己的方便而走捷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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